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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中的參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實際觀察在任務型教學活動中學習者所展現的歷程變化。並在

實際觀察之後，根據觀察到的任務型活動進行方法，設計問題，對其他使用

任務型教學活動班級之教師及學生進行訪談，了解師生對任務型教學活動的

看法及觀點，以評估任務型教學活動在華語教學上之實施成效。 

 

第一節 選擇研究方法 

Bogdan & Biklen (2001) 指出，質性研究有五大特性，但並非所有的質

性研究都同等程度地展現這些特性。參與觀察和深度訪談的研究是最典型

的。質性研究的五大特性如下： 

（一） 自然式的：以實際場域 (actual settings)為直接的資料來源。 

（二） 描述性資料：蒐集到的資料是文字或圖像等描述性 (descriptive)

資料，而不是數字。包括訪談謄寫稿、實地札記、照片、錄影

帶等等。 

（三） 歷程的關注：質性研究者關注的是研究歷程 (process)，而不只

是結果。 

（四） 歸納性的：質性研究者以歸納的 (inductive)方法來分析資料，將

蒐集來的資料歸納建構成理論。 

（五） 意義：質性研究者關心他們是否正確了解研究對象的觀點，即

「參與者觀點」(participant perspectives) (Erickson, 1986 ; Dobbert,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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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使用的「質性研究」這個語詞，人類學家常稱之「實地工作」

（或「田野工作」） (field work)，之所以稱之「實地工作」是因為資料的收

集是來自於實地，而非研究室裡受控制的情境。在教育研究中，「質性研究」

則常被稱之「自然式探究」(naturalistic inquiry)，因為研究者常透過自然發

生的情境來觀察感興趣的題目，從自然的觀點中收集資料。「質性研究」亦

稱做「人種誌研究法」(ethnographic research)，主要使用參與觀察法，盡量

在自然的氣氛下收集資料，本是人類學家用來描述文化的方式，約在 1960

年代開始使用教育的領域，側重教室情境的微觀人種誌 (micro- ethnography)

為主（Bogdan & Biklen，2001，10；王文科，1997，7）。 

根據 Bogdan & Biklen (2001)，「個案研究」(case studies)就是對一個場

域、單一個體、文件資料儲存庫、或某一特定事件作鉅細靡遺的檢視。個案

研究的資料收集技術主要是參與觀察法，配合正式與非正式訪談及文件的探

討，並把研究焦點放在某一特定的機構組織或該組織的某些層面之探討

（Bogdan & Biklen，2001，78-79）。本研究即採用個案研究的方式，對研究

對象進行深入、近距離的觀察。 

 

1.1 參與觀察法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參與觀察法是人種誌研究收集資料的基本技術。參與觀察法乃指在自

然情境下，研究者化身其成員、參與活動來進行觀察與記錄的過程。觀察的

對象或許不知道他們正在接受研究者的觀察。 

潘淑滿 (2003)將參與觀察法的特性歸納如下： 

1. 研究者必須以參與者自居，對研究場域中的互動表現關心。 

2. 研究者主要以日常的情境脈絡做研究的基礎，應融入研究場域，與

研究對象建立一定的關係。 

3. 研究歷程著重於了解或詮釋研究行為背後隱含的意義。 

4. 通常進行密集式的觀察，但也由於費心費力，只適用於特定的小範

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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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ar (2002)則指出，使用參與觀察法也可能產生以下的問題： 

1. 當研究對象察覺到他們正在接受觀察，可能會改變他們的行為，偏

離他們平常的行為表現。 

2. 若研究者帶有偏見，容易將偏見帶入其觀察中。 

3. 不同的研究者對相同的情形各有不同的詮釋。 

4. 容易造成觀察記錄的不完整性。 

 

本研究透過研究者個人實際參與觀察，在研究過程中避免參與觀察法

可能產生的四個問題，記錄六位學習者在進行兩次研究者所設計的任務型教

學活動時的過程。 

 

1.2 訪談法 

Bogdan & Biklen (2001)認為，訪談是一個有目的的對話，經常是兩個

人之間進行，由一人引導以便從另一方獲得資訊。研究者利用收集到的描述

性資料，獲知參與者的觀點。質性研究的訪談應避免直接回答是/不是 

(yes/no questions)的問題，應以開放式反應的問題 (open-response questions)

做深度的訪談，用以獲知參與者觀點。 

Geoffrey E. Mills (2003)將訪談分為非正式訪談和正式訪談，兩者的差

別可從【表三-1】得知。 

 

表 三-1 非正式訪談與正式訪談之比較 

訪談類別 訪談要素 

非正式訪談 五個 Ws 和 H：誰？什麼？何處？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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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何？如何？ 

正式訪談 使用各種問題格式 

允許足夠的等候時間，以引發反應 

使用錄音機，捕捉訪談反應 

安排隱密場所，執行訪談 

慎選訪談對象 

訪談期間作筆記 

 

由於正式訪談較容易帶給受訪者壓力，再加上研究時間為期三個月，

所以研究者再研究時間中，採用非正式訪談的方式，例如和學習者討論或關

心學習者任務進行進度，來了解當下參與者的感受與反應。 

 

根據王薔(2002)的看法，再將正式訪談的型態主要分為以下三種訪談類

型： 

1. 結構性訪談 (structured interview)： 

按照完整結構的問卷形式進行正式的訪談。結構性訪談對提問

的方式和順序、受訪者回答的方式、記錄訪談的方式等等都有明確

的要求。好處是便於統計分析，但缺點是缺乏彈性。 

2. 非結構性訪談 (unstructured interview)： 

根據事先擬好的訪談架構，訪談者自由靈活地進行提問，提問

的方式、提出的問題、回答的方式都沒有一定的要求，訪談者需要

較多的訪談技巧。 

3. 半結構性訪談(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半結構性訪談是比較常用的訪談形式。一般是開放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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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訪談者可引導受訪者。在訪談中可依實際情況或需要改變或增

加問題。 

 

本研究在參與觀察的過程中，採用非正式訪談（例如討論或關心進行

進度）來了解當下參與者的感受。研究最後使用半結構性訪談的模式，進行

兩部分的正式訪談，一為正式訪談參與者，二為訪談其他使用任務型教學活

動班級之教師及學生，綜合眾人的看法與意見，作為評估任務型教學活動在

華語教學上實際成效的基礎。 

 

根據以上所述，本研究符合質性研究取向，透過研究者個人實際觀察，

記錄六位學習者，在進行兩次研究者所設計的任務型教學活動時的歷程。再

透過訪談其他使用任務型教學活動班級之教師及學生，更能清楚瞭解師生的

參與者觀點，最後加以評估任務型教學活動在華語教學上的實際實施成效。

透過此研究問題的描述，本研究主要採取參與觀察法，並以訪談法為輔，進

行研究。 

 

第二節 研究場域 

本研究的研究場域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期中任務型教

學活動為特別設計適合於「真實世界」執行的活動，故在校外特定地點（超

級市場及餐廳）進行，報告活動則固定於語言中心的教室進行。期末任務的

報告呈現則因學生們必須準備多媒體或實際的演釋，需要特別的設備，故選

在語言中心的視聽教室舉行。訪談的地點也選在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的教

室或辦公室內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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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分為兩部分：教學實施對象與訪談對象。 

 

3.1 教學實施對象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由研究者教授的

六位學習者，學習者程度為正在學習實用視聽華語二上，國籍不同，背景與

學習狀況也各異： 

 

表 三-2  學習者背景資料 

基本資料 學習狀況 興趣 

Y，女，26 歲，日籍 有語言天分 

聽說讀寫俱佳 

美食、各國文化、旅遊 

J，男，26 歲，日籍 聽說讀寫俱佳 

學習動機強 

經濟、選舉、歷史、 

運動 

S，女，21 歲，日籍 聽說讀寫大致都不錯 

有明顯的日本口音 

各國文化、旅行 

Q，女，20 歲，日籍 聽說讀寫大致都不錯 

有明顯的日本口音 

常用較難的詞彙 

流行文化、政治 

L，男，19 歲，加拿大籍 聽說方面都很強 

不喜歡閱讀及寫作 

中國藝術、中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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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男，22 歲，泰國籍 口語特別流利 

不太注重文法的學習 

有明顯的泰國口音 

電腦、繪圖、流行文化

 

本班男、女學生各三位，唯一較遺憾的是日本籍學生佔了四位，如果

國籍分配分散一點更佳，更容易看出不同國籍、不同文化的學習者對任務型

教學活動的接受度、看法與成果。這個班的程度很整齊，學習動機很強，聽

說讀寫四方面都不差。除了學習者 L常對他不感興趣的任務活動表示不悅以

外，其他學習者配合度都很高，所以有時候學習者 L也不得不配合。在進行

任務型教學活動時沒有太多太大的困難，只要任務活動不是他們抗拒的題

材，跟學生解釋清楚為什麼要做這個活動、希望他們達成怎樣的目標，他們

都會樂意去做。對本研究來說，這是一個很理想的可以觀察任務型活動進行

情況的班級。 

研究者針對這個班級的學習情形及學習進度，設計了兩次較大型的任

務型教學活動：期中任務與期末任務，進行實際的教學實施。學期自 2005

年 12 月 1 日開始上課，至 2006 年 2 月 28 日止。每天下午兩點到五點上課

三小時，每週十五小時。期中期末兩次任務活動進行的時間則分別為 2006

年 1 月 3 日到 1 月 9 日及 2006 年 1 月 23 日到 2 月 27 日。 

 

3.2 訪談對象 

訪談對象為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其他使用任務型教學活動

班級之五位教師及十位學生，受訪教師與受訪學習者資料見【表三-3】與【表

三-4】： 

 

表 三-3  受訪教師資料 

教師代號 性別 
最高學歷

專業 
資歷 專長 

海外教學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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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八年 
初級語法

閱讀 
美國 
兩年 

C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二十四年 聽力 
美國 
一年 

X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三年 定式教學
美國 
一年 

P 老師 女 中國文學 八年 
聽力 
報刊 

無 

F 老師 女 華語文教學 二十年 
寫作 
閱讀 

美國 
兩年 

 

五位受訪教師都是女性，教學經驗都很豐富，雖然專程各異，但課室

中都會搭配使用任務型教學活動，對本研究主題並不陌生。訪談都順利進

行，也讓研究者得到很多珍貴的心得。 

 

表 三-4  受訪學生資料 

學生代號 性別 國籍 年齡範圍 學過的外語 學習中文

經驗 
目前使用

教材 
S1 男 捷克 26-30 中文、英文、

德文 
四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2 男 美國 21-25 中文、日文、

法文 
半年 實用視聽

華語二上 
S3 男 哥斯大

黎加 
20 以下 中文、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4 女 韓國 31-35 中文、英文、

法文 
一年 實用視聽

華語二上 
S5 男 加拿大 26-30 中文、法文 兩年 迷你廣播

劇 
S6 男 泰國 21-25 中文、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7 女 日本 21-25 中文、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8 男 瑞士 26-30 中文、希臘

文、義大利

一年 實用視聽

華語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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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法文、德

文 
S9 女 日本 21-25 中文、英文 一年半 遠東生活

華語三 
S10 男 日本 26-30 中文、俄文、

英文 
一年 遠東生活

華語三 

 

學習者訪談對象共十人：女生三位、男生七位。研究者發現，在研究

者說明研究主題後，男性學習者比較願意接受訪談，訪談時間也比較容易敲

定。相較之下，女性學習者需要較長時間考慮，也較常更動已經約好的訪談

時間。本研究原本的構想是能訪談十位不同國籍的學習者，容易看出不同國

籍、不同文化的學習者對任務型教學活動的接受度、看法與成果。但是適合

的受試者（實際進行參與過任務型教學活動者）本就不太多，再加上有些學

生並不願意接受訪談，所以有三位學習者同為日本人，國籍分配方面差強人

意。十位學習者都正在使用實用視聽華語二、遠東生活華語三或迷你廣播

劇，屬中級程度，中文的流利度、表達自己意見的能力都沒有問題，訪談都

能順利進行。 

 

至於訪談的內容要點，教師的部分為實行任務型教學活動時的教學流

程、教學心得、學習者特別的反應、是否達到預設的目標等等。學習者的訪

談要點則請受訪者陳述進行任務型教學活動時的學習經驗、學習成就等等。

最後將訪談和教學實施的成果互相對照，評估任務型教學活動在華語教學上

的實施成效。 

 

第四節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研究者本身為主要的研究工具。作為本研究的設計者與教學

者，長期而深入地觀察自然的活動進行過程，並利用研究者觀察記錄、收集

學習者所交出的書面資料或 powerpoint、訪談大綱、錄音等等，做為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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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工具。為了忠實記錄訪談的過程、以便轉譯成訪談逐字稿，在訪談資

料的收集上採用了錄音機這項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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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步驟 

本研究的研究步驟如【圖三-1】所示： 

 

 

 

 

 

 

 

 

 

 

 

 

 

 

 

 

 

閱讀文獻 

設計教學活動 

決定教學實施對象 

資料分析 

教學實施並收集資料 

決定訪談對象 

進入研究場域 

確定研究問題 

撰寫論文 

圖 三-1 本研究的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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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閱讀文獻 

人種誌研究法的每個研究步驟是一直週而復始，重複進行的。研究者從

確定研究問題、研究方向、進入研究場域、收集與分析資料、歸納資料、開

始著手撰寫論文，至論文完成以前，研究者均需持續收集並閱讀文獻。開始

從閱讀教學法相關文獻中發現研究興趣，進而閱讀教學設計相關文獻，確定

研究方向，實際進行教學設計與教學實施。整個撰寫過程中也不斷閱讀文

獻，隨時做方向的修正。 

 

5.2確定研究問題 

研究者在研究所修習「華語文教材教法」期間，對教學法有了初步的認

識。之後研究者實際進行華語教學，開始接觸到溝通式教學，進而常在課室

中進行任務型教學活動，故對此研究主題產生了興趣。決定了本研究以研究

任務型教學活動搭配華語教學為主要研究理念，並確定研究問題，包括教學

設計、教學實施流程、教學成效評估等等。 

 

5.3進入研究場域 

由於研究者本身在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任教，故所選定的研究場域為

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對進行教學實施、教學觀摩、訪談都很順利及方便，

沒有教師或學生拒絕的阻力。 

 

5.4 決定教學實施對象 

研究者自 2005 年 12 月 1 日至 2006 年 2 月 28 日實際於師大國語中心教

授一個班級，該班使用的教材為實用視聽華語二。研究者於學期之初對學生

進行初步的評估，發現這個班學習者的程度很整齊，學習動機很強，聽說讀

寫四方面都不差，學習態度也很好，相當適合實施任務型教學活動。對本研

究來說，這是很理想的一個可以觀察任務型活動進行情況的班級，故決定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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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班級實施任務型教學活動，以此典型的個案研究來探討評估一般的狀

況。 

 

5.5 設計教學活動 

根據 Ellis (2003)和 Nunan (1989)所提出的任務型教學活動的設計架

構，配合研究者預設的教學目標，針對研究對象之學習者設計出程度適中、

符合學習者學習興趣的任務型教學活動。 

 

5.6 教學實施 

設計出的任務型教學活動必須經過實際實施測試，才能得知教學設計的

優缺點，進而評估實際的教學成效。 

 

5.7 決定訪談對象 

在教學實施告一個段落以後，研究者自 2006 年 4 月開始到數位教師的

班級進行教學觀摩。在說明了研究者的研究計畫與目的後，大部分的教師都

樂意協助研究者，觀摩計畫順利地進行。觀摩之後研究者選定了五位課室中

也採用任務型教學活動的教師作為訪談對象。為了讓訪談結果呈現多樣性，

再由這些班級的學生當中，選出十位不同年齡層、不同性別、不同國籍的學

生做為學生訪談對象。 

 

5.8 收集資料 

本研究的資料收集方式包括課室參與觀察、教師訪談、學生訪談。收集

到的資料包括研究者觀察記錄、學習者所交出的書面資料或 powerpoint、訪

談大綱、錄音、訪談逐字稿等。 

研究者進行教學實施，實際參與觀察，客觀觀察記錄課室中學習者的學

習歷程與反應，並藉由和學習者的師生互動進行非正式的訪談，一併記入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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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記錄中。另外學習者所交出的書面資料或 powerpoint，也是教學實施後反

思時很好的資料來源。 

教師訪談部分採用半結構性訪談，製作出訪談大綱，列出問題的重要

性，作為訪談過程的依據，再視訪談情形作提問的調整。教師訪談相當容易

進行，徵求教師同意後，即使使用錄音機全程錄音，教師也沒有情緒緊張的

問題，讓教師們就本身的教學經驗發言，教師們往往可以暢所欲言，研究者

並從受訪者開放性的發言中又得出一些原先思考問題時所沒有思考到的觀

點。 

學生訪談部分一樣採用半結構性訪談，製作出訪談大綱，列出問題的重

要性，作為訪談過程的依據，再視訪談情形作提問的調整。學生訪談較教師

訪談難度要高。訪談開始時，雖然徵求了受訪者的同意採取錄音的步驟，有

的受訪者還是表現出緊張的情緒。研究者先要安撫容易緊張之受訪者的情

緒，並且要表現出聆聽的特質。受訪者也需要訪問者（即研究者）的引導，

受訪者的回答文不對題的時候，訪問者也要不著痕跡地將問題用另外一個方

式重述一次，以免傷害受訪者的自信心，讓訪談可以流暢地進行。 

 

5.9 資料分析 

本研究的資料處理方式是先將教師訪談與學習者訪談轉譯成訪談逐字

稿，再依據所收集到的課室觀察記錄、教師訪談與學習者訪談的訪談逐字

稿，加上相關文件三種主要資料進行討論分析與歸納。 

 

5.10 撰寫論文 

先構思研究大綱，決定研究內容後、再進行文獻探討的部分，並一邊撰

寫報告。設計出教學活動後，進行教學實施，同時收集資料與做初步的整理

研究。教學實施告一段落後，就本身教學實施後得到的想法、缺失或疑問，

設計問題大綱以進行下一步驟的師生訪談。最後將所得的資料統整起來，展

開資料分析，開始撰寫論文。在撰寫過程，從與教授、同學或同事的討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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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時得到新的想法，當然也時常碰到瓶頸與困難，也從與教授、同學或同事

提供的寶貴意見中，不斷修正論文進行方向，直到本研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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